
 

【佳作】 

以寬容豁達的態度活在世間： 

從【世說新語】的人物群像，鍛鍊處世智慧 

作者：游常山 

 

年紀漸長，大抵會漸漸了解一個真理：「人」的問題最是棘手，事情好辦，人

情難練達。 

有些專案管理經驗的人，或是當過組織主管者，幾乎都體會過：想做點像樣的

事情，不得罪人，幾乎是不可能的。 

然而，喜歡閱讀閒書、讀書不求甚解的我，偏偏經常在中國老祖宗的【世說新

語】找到管理學的智慧。 

我從【世說新語】得到最大的助益，就是以【世說新語】的眾多人物的眉批註

解，深刻了解人性的複雜多端。 

  【世說新語】告訴我：處理人性既然是很高的藝術，即便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人性事實上從來變過，那麼我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閱讀一個人？我又應如

何正確解構他（她）的個性？然後安排出自己如何與之相處，能夠和諧相處（不

一定要成為朋友），又能一起辦事的最高智慧？ 

古早以前世界第一刷的【世說新語】版本，首度出現於離現在一千五百多年前

的魏晉南北朝，這是我個人偏愛的典籍，放於書桌，得空翻閱幾章，常覺得雋永，

閱讀樂趣無窮。 

以一個體例特殊、原本無意成為正史的中華經典小說，【世說新語】這部故事

精彩（而且全書共有一千多則故事，簡直就是中華文化版本的【一千零一夜】）、

言簡意賅且修辭優美的古書，是由南朝貴族劉義慶所編選的奇書，書中充滿當時

政界、文壇、商界等各主要領域的名人軼事，「報導」範圍從魏晉南北朝以前的

兩漢、三國時代的人物，包括南朝和劉義慶同代的名人，數不清的赫赫有名的大

人物，都在劉義慶經典出現，言辭犀利、機鋒論戰、刀光劍影，往往就只是以最

精簡的寥寥幾十字呈現，但是篇幅雖小，【世說新語】卻能讓我們看到活生生的

人性，是中華歷代的正史大系列中，除了【史記】以外，各大經典史籍的記載相

對比較弱的一面。 

【世說新語】說穿了，處理的，都是二千多年前到一千五百多年前古中國時代

眾多人的故事，展現的是活生生、赤裸裸的人性；而這正是【世說新語】最難能

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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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來，有一種說法：歷史除了人名是真，敘述情節都為「賢者諱」，而且

是「贏家寫歷史」，所以正史所述僅為當權者一面之辭，並非全部的真相；而小

說之高明者，鞭辟入裡刻劃人性，除了人名為捏造，很多情節反而為真；歷史和

小說無窮的齟齬和辯證關係，在【世說新語】卻得到「兼美」的處理，我們一方

面讀到「信而有徵」的歷史人物的行誼記錄，另一方面，【世說新語】的執筆者

寥寥幾行勾勒，讓歷史名人的言行謦欬，無所遁逃，歷史的真相在此，又幾乎是

算無遺漏。 

而且我獨沽一味，個人閉門造車發展出來的管理學，是專門可以應用在人際衝

突場合的「人際溝通管理學」；簡單的說，我用說故事，來化解人我之間難以跨

越的偏見鴻溝。 

我哪來那麼多故事可以說呢？有些故事涉及當代還健在的名人，說得不慎會多

言賈禍；所以，說說古人的故事是最安全的；因此，我經常以【世說新語】的一

千多則故事，來當我的說故事學溝通的材料。 

另外一個更大的收穫是，【世說新語】也算是我的另類勵志書。這本書出現的

眾多人物，真是一幅偌大的古中國浮世繪，讓我一次就了解「一樣米養百樣人」

的社會複雜性，鍛鍊我自己的視野能日漸多元，胸襟日趨寬宏，讓我能夠日日精

進，改善我天生 O 型獅子座一向霸道、我執甚深的，急躁又褊狹的個性，以更不

卑不亢的心胸，面對人生行路難免遇到的種種橫逆。 

既然劉義慶的【世說新語】有這樣兼顧「歷史」和「小說」的優點，那麼，我

是如何運用這部奇書來修身養性，「說故事學人際溝通」呢？ 

且讓我回到【世說新語】的文本，一一舉例道來。 

我在擷取【世說新語】的書中精神作為我的處世的法寶前，我有三個屬於個人

的理論架構，分為：幽默、智慧、哲學三個層次，分別導向個人追求終極的身、

心、靈三個層次整體健康的架構，因為我深信，既然人活在世間，難免與他人衝

突（親如父母子女都難免，君不見世界上古今中外、班班可考的眾多家庭血淚故

事？）聰明的我們一定不要讓自己陷入一九六０年代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巨擘

沙特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獄」的苦海，所以，時時回味【世說新語】短而雋永的

人性故事，設身處地在腦海重編【世說新語】的故事，如果你是故事中主角，如

何一一化解衝突，趨利避害？ 

首先，幽默。幽默是人際的潤滑劑，「幽默大師」林語堂在民初大力倡導「幽

默」文學，但是林語堂的幽默，多屬當代西洋式的幽默，而且不小心被抓到一個

小辮子：因為話中不經意流露出的「男性沙文主義」；林氏最膾炙人口的所謂「演

講要像女孩子的裙子，愈短愈好。」這樣的幽默，放在當前全球「性別主流化」

的世界大趨勢，已經非常「政治不正確」。 

所以從這裡又可以引申當代流行文化的潮流，我每每如此觸類旁通：哦！難怪

現在閱讀誠品書店賣的全英文、直接進口自美國、英國、澳洲等地區的期刊，反

映出英語世界先進國家的流行文化的各類雜誌，都開始開起男生的玩笑。 

例如：現在美國紐約麥迪遜大道上的各大廣告公司，推出的誘人的廣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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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拍攝男女互動的廣告圖片，反而開始賣起「男性身體」，例如：讓一對親密

戀人互擁、同行、戲謔等不同親密關係場景時候，此時改由是由女方先動手﹐男

性是接收者；通常這樣的親密關係投射的廣告商品，反而引起好評；也可以說是

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廣告界政治正確」。 

【世說新語】的幽默，是一種飽讀詩書的典雅幽默，一群飽學之士鬥才學、惹

機鋒，話都說得非常漂亮。學會【世說新語】風格的幽默，絕對是加分，也許在

職場國學素養差的人聽你「掉書袋」，不免心中嘀咕：「這人是不是中文系畢業的

書呆？」但是下次他（她）看到【世說新語】，擺在光鮮華麗的誠品書店，肯定

有興趣翻翻看。 

下列這篇「毒舌派」的鬥機鋒，真是讓後人如我莞爾不已： 

 

庾元規語周伯仁：「諸人皆以君方樂。」周曰：「何樂？謂樂毅邪？」庾曰：「不

爾。樂令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而拿二千多年前的恐龍妹無鹽，類比與她同代的絕世美女西施，這樣的惡毒八

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不是常聽到嗎？（譬如我過去在辦公室，就常聽

到：同事拿大陸人常說的「台灣第一美女林志玲」，來類比某位姿色較遜色的誰

誰誰）但是隔了一千五百多年，這樣的「古典惡毒」，就變成「懷舊派的幽默」，

反正開的是死人的玩笑，儘管轉述的人出語惡毒，總是不傷及當代人，也就變成

幽默的一種了，這就是幽默成為當代人際關係主要潤滑劑的一個現象了。 

其次，智慧。智慧是當代哲學愛說的辭令，但是何謂「生之智慧」？下列故事，

反證出楊脩，這一個超級沒有生命智慧的聰明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 

對封建時代的讀書人而言，運氣不佳或是骨頭太硬，最後被君王論斬的終極淒

慘下場（例如，三國時代魏國才子楊脩終究被曹操處死），原因就出在：無法改

變自己的個性，愛出風頭，不會藏拙，不懂「伴君如伴虎」的人世間真理。 

我應該要說楊脩活該嗎？我心不忍。因為這世界上，無論政權如何更迭如流

水，在當事人活著的那幾年，「有權力的人寫歷史」，後面奪到政權的人就一定要

照他的意思做，否則提著腦袋沙場爭馳所為何來呢？楊脩篤信：「知識就是力量」

（Knowledge is power.），現實的政治剛好相反，應該是「權力就是知識」（Power 

is knowledge.）楊脩不守為臣應裝笨的生存之道，和才氣縱橫的曹操，爭什麼

言辭機鋒？難怪下場如此慘。且看他如何「羞辱」曹操：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 臼」八字。

魏武謂脩曰：「解不？」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行三

十里，魏武乃曰：「吾已得。」令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

幼婦，少女也，於字為妙。外孫，女子也，於字為好。 臼，受辛也，於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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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不及卿，乃

覺三十里。」 

 

最後，哲學。我是一個好讀哲學卻不求甚解的人。 

猶記得近三十年前，在母校選哲學系當輔系，但是修了一學期的【老莊哲學】

我就投降放棄輔系，改為旁聽。去旁聽一位教我們班【國父思想】的年輕副教授

的課，他其實是魏晉哲學的專家，我腆顏去親炙，才開口說不到五分鐘，只見老

師眉頭深鎖，顯然覺得我在胡說，當場讓我說不下去。 

三十年河東，三十年河西，如今我坦然活在世間，我要高聲說：不懂學院派的

哲學經典又如何？生命的優先順序還是要放在學問的前面，所謂「盡信書不如無

書」，現在我認為：凡夫俗子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生命哲學，而我從【世說新語】

發現到很多有趣的個人版本的生命哲學，我常用來參照自己的人生行路，發現有

啟發性的，也加入自己的哲學體系：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北征後，巷議疑其不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

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

發，不得復云為名。」 

 

所謂「燕雀焉知鴻鵠之志」，一個人好名，難道只是個人層次，只能視為比較

低微層次的虛榮心嗎？如果好名的背後深層原因，是大丈夫立志則已，要立就應

立「扭轉乾坤，造福社稷」的千秋大業之志，那他和岳飛的「精忠報國」的層次

應該是一樣的，不管後世史家如何以春秋之筆評鑑他，他的「初發心」確實非同

小可的，而人與人難相知，只看表面，片段地聽其言、觀其行，就能看出立大志

向背後的人生哲學的思考嗎？ 

幽默、智慧、哲學三個層次，是我歸類閱讀此書的腦海整理工作，基本上，我

是一個愛讀故事的人，尤其是悲壯的人物史詩。 

仔細分析，【世說新語】的諸多才子，讓我了解「個性即是命運」，除非改變自

己，否則很多人世間的悲劇，都是難以避免的「性格」與「環境」衝突的結果。

【世說】中，最令人感喟的悲劇人物莫過於嵇康了，這位才高八斗、一身傲骨

的【廣陵散】的作曲者，曾經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兩人一見如故，成為

好友。嵇康臨去，孫登對他說：「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不足。」 

嵇康的悲劇是屬於希臘悲劇那個層次的「個性決定命運」的悲劇，其悲涼處正

是他一意潔身自好、不可逆轉的、最後落得被司馬懿處決的下場，一如希臘悲劇

的男女諸英雄，如果他願意妥協，他願意避難，是不是由悲劇引發的「哀憐」和

「恐懼」，可以不要發生？ 

時至今日，少看到嵇康型的悲劇英雄了，但是還是經常會遇到我執甚深、難以

溝通的人，我將常會提到古典傳說中的名曲【廣陵散】，然後簡單說起魏晉美男

子稽康的悲劇，對方若是有點人文素養，大抵聽懂我在暗中諷喻些什麼，若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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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彈琴，我還有其他的【世說】故事可說。 

比方說，一起做事，覺得對方盛氣凌人，似乎都沒有站在自己立場想，而且成

功後的果實，「整碗端去」，我會講下面這個【世說】故事： 

 

謝太傅問說：「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回答說：「下官『不堪其憂』，

家弟『不改其樂』。」 

好個「不堪其憂」和「不改其樂」！世間事不多事如此嗎？誰是台面上風光

收割果實的人？誰是汗滴禾下土、辛勞終年沒有掌聲、甚至是扮演黑臉的人？我

若是說了這個故事，其實也算攤牌，對方若是真聽不懂，也該從敘述故事的語氣，

以及兩個「不」開頭的四字成語的對比，了解到我已經有點不爽了，若是再「太

超過」，恐怕大家即使這次合作了，就沒有下一次了，人生在世還是留一點名聲，

給他人探聽比較好，如果對方聽得懂的話。 

這就牽涉到，你日後長長久久應該選擇和什麼樣的人，合作共事？【世說】

下面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遇到小人，特別是厲害、手段高明厲害的小人，連共同

吃一頓應酬飯的機緣，都不要給他們，免得惹禍上身。 

 

劉真長、王仲祖共行，日旰未食。有相識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

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都不可與作緣。」 

 

【世說新語】另外一個重大的智慧，是告訴我：人貴自知。這是千金難買的深

刻體會：「自知之明」的重要性，在人生短短七八十年寒暑的生命中，最起碼可

以保身全家。 

而且我總覺得【世說新語】千餘則故事的背後，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弦外之音」：

人活在世局不穩的年代，已經不幸，因此寧做狷者，不做狂者。 

【世說新語】的故事背景的年代，亂世為多，「危邦不入，亂邦不居」是起碼

的智慧，但是「狂者進取，狷者有所不為」的二選一處世風格，後者還是比較保

險。 

且看下面這則陳嬰的母親告誡他的保命的話：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行，箸稱鄉黨。秦末大亂，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

「不可！自我為汝家婦，少見貧賤，一旦富貴，不祥！不如以兵屬人：事成，少

受其利；不成，禍有所歸。」 

 

有智慧的老媽媽告誡的話最實在，自己幾兩重要掂清楚，不要人家起鬨「黃袍

加身」就以為可以撈個「亂世皇帝」過過癮，要知道，那可是殺頭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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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修辭學的人，在【世說新語】這本經典，可真是挖到寶藏，隨手列舉幾篇，

其言辭機鋒的銳利，真是讓人如聞其聲，如見其人：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不識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

酣燕。而王遊歷既畢，指麾好惡，傍若無人。顧勃然不堪曰：「傲主人，非禮也；

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不足齒人，傖耳！」便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

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不至，然後令送箸門外，怡然不屑。 

 

讀了也讓我像主人顧辟疆先生那樣勃然大怒，有這樣的「澳客」？不請自來，

傍若無人也就罷了，還出口傷人，做主人的不正色教導王子敬這位「澳客」一些

當客人的禮貌，似乎也不合人情。於是當場送王子敬兩頂「非禮」和「非道」帽

子，而且擺出「不歡迎，請便」的臉孔，當場給他難看，真正讓我拍手叫好。 

如果我遇到王子敬這樣的惡客，我懷疑一向與人為善的自己，是否能夠當場翻

臉像翻書一樣，饗以倨傲顏色和銳利詞鋒？我設想幾個情境，發現自己做不到，

但是拐彎抹角諷喻惡客，可能可以仿效【世說】諸賢幾分。 

另外，在當前這個「性別平等」高唱入雲且以法令保障的年代，在【世說】讀

到幾位才女如何以智慧和修辭「馴夫」，也讓人拍手叫好！「【世說】版本【馴夫

記】」，絲毫不讓十六世紀的英國莎翁的【馴悍記】專美，「世說才女們」在中國

漫長的「女子無才便是德」的古代，出現在典籍上只有姓氏，連名都隱諱，卻讓

我知道「人不可貌相」是顛撲不破的真理，對於在社會上認識不深而且姿色不突

出的女性，尤其要衷心恭敬，因為上天沒有給她們容貌，往往就在智慧上補償她

們，下面故事提到的這位駑鈍老公許允，就被老婆阮氏修理到幾乎啞口無言： 

 

許允婦是阮衛尉女，德如妹，奇醜。交禮竟，允無復入理，家人深以為憂。會

允有客至，婦令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

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阮家既嫁醜女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便

回入內。既見婦，即欲出。婦料其此出，無復入理，便捉裾停之。」許因謂曰：

「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行，君有幾？」

許云：「皆備。」婦曰：「夫百行以德為首，君好色不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

色，遂相敬重。 

 

【世說新語】教我最多的，還是一種豁達的人生觀，因為書中人物太多，彷如

跨越數個朝代的「大河小說」，千餘則故事中的人物，其人生際遇的禍福旦夕，

讓人感喟不已，但是這樣的「無常」是不是就該讓凡夫俗子如我，採取消極避世

的態度，經常求神問卜以趨利避害呢？不是的，連漢朝的美女趙飛燕都知道：求

鬼神是沒有用的，算命也許只是一種中華民族特有形式的集體心理治療，反而像

二千多年前的美女那樣，能夠深刻洞悉人生的真理之一就是：「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坦蕩蕩的活下來，活在當下，為自己負責，不卑不亢，老實過日子，鬼

神又如何能左右自己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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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脩善尚不蒙福，為邪欲以何望？若鬼神有知，不受邪佞之訴；若其無知，

訴之何益？故不為也。」 

 

如何老實過日子？重點還是：「自知」與「知人」。自己的人生有何使命，人生

行路方向何在？這是每個人的「命運」大命題，解了自己的題目之後，還要進一

步了解親近的他人，因為任何一個社會，「人」與「我」的互動，都是一個日日

要面對的挑戰，越是能夠「知己知彼」，不必百戰百勝，反而能夠逍遙過日，毫

無敵人呢？下面兩則故事，我常拿來做「識人學」的習題。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亮？」答曰：「端委廟堂，使百僚準則，臣不如亮。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時人道阮思曠：「骨氣不及右軍，簡秀不如真長，韶潤不如仲祖，思致不如淵

源，而兼有諸人之美。」 

 

此外，【世說新語】的幽默感，在全書三十六章中，也是經常出現；而幽默，

正是我非常想要運用學習的。下面這則諸葛亮的哥哥諸葛瑾以古典故事轉換情

境，遙想上古時代，連堯在上時，下面都有四兇，自己只是一個三國時代吳國小

咖的臣子，被饗以閉門羹，這點場面算什麼？日後諸葛瑾和那個無禮之人又官場

相逢，就心胸寬大些，當笑話談好了，於是一團和氣，一坐大笑，真正是「場面

人物」，我讀了心嚮往之，希望自己在相似的場合，也能有這樣的機智和修辭能

力。也難怪【世說新語】月旦人物時候說，三國的三大政權鼎力中，在爭奪諸葛

家三兄弟時，「蜀得其龍（諸葛亮，諸葛家最聰明的二哥），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諸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連往詣恪，恪

不與相見。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

亂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亂。」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丹朱。」於是一坐大笑。 

 

反覆閱讀【世說新語】，我發現自己逐漸把這本書當做我自己版本的「菜根譚」，

以低調處世為尚；有時，我自我反省，不免自我批判：自己如此運用【世說新語】，

實在是「器量小哉」！因此，近年來我又有另外一種讀【世說新語】的讀法，就

是從中找出「英雄」，作為我個人的偶像，雖不能至，心嚮往之。 

因為我終於體會到：人活得愈老愈需要偶像，憤世嫉俗是我輩庸庸碌碌過了半

百年紀的凡人難免的傾向，但是我卻要刻意去對抗這種傾向，而從【世說新語】

中的少數真英雄中，找出典範，讓自己後半生能活得價值體系肯定，對人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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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仍有美好願景。要知道，【世說新語】主要反映和描述的魏晉南北朝時代，

雖是政治最黑暗的年代，卻也是人性最解放、思想最奔放的年代，其精彩處，大

約只有上古時的春秋戰國時代可以比擬，後世史家斷定，「魏晉風度」最是迷人，

光是「竹林七賢」的軼事，就足以昭示一種另類的、飄逸的做人典範了。 

所以，結論是：【世說新語】既是我個人的【麻衣相法】，教我如何十分鐘內「相」

人的祕訣，也是個人修身養性的【菜根譚】，教會我低調如常過日子，向我七十

歲的老母親學習做人處事的古老智慧，我母親常掛在嘴上：「財、子、壽，難一

求。」用她的古味的閩南語信口道來，非常有味道，意思可以這樣翻譯：一切非

凡的福份都有定數，不必強求，恬澹、細水長流的日子才是福氣。讀【世說新語】

看到命運起伏太大的人物時候，我經常腦海裡就浮起我母親這六個字的親切閩南

庶民的處世智慧。 

而最重要的，【世說新語】也是我心目中另外一本【史記列傳】，書中傳誦的嶔

崎磊落的魏晉名士，都活出一種可以讓人崇拜的人格，而我活在當代二十一世紀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年代，偶爾，我不免悲觀：資本主義是一台自動啟動的機械，

一旦啟動很難讓「它」自動關機，除非大規模的戰亂兵燹，大破壞之後，重新洗

牌的結果，只會再度建立多數人類目前有限的智慧能肯定的「自由主義」定義下

的「市場經濟」，這樣版本的「市場經濟」帶來的結果是什麼？我們看到目前全

球「佔領華爾街」的反巨富社會運動，已經鋪天蓋地蔓延一百多個主要城市，而

且是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包括台北的「佔領一０一大樓」社運，雖然只有幾分鐘

熱度），至少在倫敦和紐約兩大世界級的都會，失業青年、逐漸貧窮化的受薪階

級，是深深共鳴的，而且不想讓這個全球串連的運動停下來，這股熊熊的、不滿

的野火，代表著對當前資本主義的反動，連美國次富、投資專家巴菲特都呼籲歐

巴馬總統：「不要寵壞有錢人！」可見公道自在人心，世界可能需要新的典範。

但是那新的典範是什麼？才疏學淺如我，沒有答案。 

我感到價值中空，需要青史英雄給我典範。 

西方學院理論大師說一九八九年以後、柏林圍牆崩塌後的「後冷戰時代」，也

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物質過度發達的年代，更同時是一個人人花太多時間透過

網際網路的「社交媒體」如臉書、如 Twitter 和 Google 交往，而產生人我之間

都「宅」到難以難以溝通的「異化」年代，簡單地講，就是已經什麼都已經是「虛

擬」的年代！既然什麼都是虛擬，那我們二十一世紀這一代人的人生意義，要漂

浮在無遠弗屆卻也是虛幻的時空嗎？ 

不！在這個「全球化」的大背景時代，【世說新語】反而每次都能讓我立即回

到從前，抓到真實的傳統感覺：從書中稽康等多位悲劇英雄的故事中，找到「生

如朝露」的短暫人生中，如螺絲釘般渺小的個人如我，除了承擔養家活口的傳統

責任之外，我也能像青春風姿的綺年兒女，大可從【世說新語】找材料供起自己

的偶像部落格，因為有了這些【世說新語】中、我私淑的心目中偶像，才讓真正

體會到：華人數千年來，除了「獨尊儒家」的正統之外，還有道家、陰陽家、法

家、墨家…等史不絕書的文、史、哲傳統，其底蘊的深厚，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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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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